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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可以完善地满足每一时代、整个人

类的宗教需要 

 
 

伊斯兰教以人类的理智、宗教的经验和真主的异征，

说教一个具有一切真、善、美常德的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

造者。这位创造者在《古兰经》里申言，创造人类的目的

在使人类效法其真、善、美的常德。为了引导人类达到这

个人生目的，他便创造宇宙万物，派遣使者，下降经典。

伊斯兰教是主赐予全体人类最完善的永久宗教，因其具有

完善永久价值的《古兰经》。这部天经在任何时代，都可领

导整个人类，完善地达到其效法真主真、善、美的一切常

德；完善地培养其精神、道德、智慧和身体的天赋能力；

充分地满足其两世一切进步与幸福的需要。 

我在前面几节里已经说明了，今天世界上著名的几个

宗教——儒教、道教、墨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

督教都不能满足每一时代、每一民族的宗教需要。这是因

为这些宗教的创始人都不是受遣给整个人类的使者；他们

的教义不是永久的；只能满足某一时代的需要；而且他们

的基本经典都有了更动、增减。可是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完

全没有这三大缺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受派到整个人类

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可以满足每一时代的人类需要。伊斯

兰教的经典——《古兰》没有任何改变、增减。而且伊斯

兰教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其立教的《古兰经》完全是真

主自己的言语。每字每句都是真主启示给穆罕默德圣人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宗教

的经典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以自己的言语启示其宗教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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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典。我们现在仅就这四个基本条件，论述伊斯兰教

是一个满足每一时代、全体人类一切宗教需要的宗教。 

 

一  第一基本条件：真主言语的《古兰经》提供伊斯兰

教做为超时空的完善宗教的一个基本条件 

 

人类不能自己创造自己，也不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

甚至自己不完全知道自己当前和将来的一切需要。如果不

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创造了人类，又以宇宙万物养育人类，

满足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需要，人类就不能有今天的存

在，更不必谈精神、道德、智慧、身体需要的自我认识和

满足。全知、全能、自给给他的养主，知道每一时代每一

民族的需要，他也有全能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人类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宗教需要都是他派圣降经满足的。当初他依

照每个民族的个别需要派遣了使者，降示了经典。当整个

人类的理智发展达到完善的程度，他便派遣了一个最完善

的圣人，降赐了一个最完善的经典以满足整个人类的宗教

需要。这部最完善的经典的基本条件，是它要出自创造宇

宙万物者自己的言语。因为只有他自己的言语才能证明他

自己的存在和经典是他自己的经典。如果他不能说出自己

的话，他怎样百分之百地证实他的客观存在。如果立教的

经典，不是造物者自己言语的经典，怎样能使人坚信，它

是了解整个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需要者所赐给的满足需

要的教义？所以我认为完善地满足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需

要的宗教基本条件是那个宗教的立教基本经典是养育人类

的主宰以自己的言语下降的经典。因为拘限于一定时空以

内，不是全知万能的人，不可能教给整个人类完善地满足

其任何时空一切需要的宗教。只有养主才有可能教给人类

完善性、永久性和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他以自己的言语，



3 

 

声称某一宗教可以完善地满足每一时空的宗教需要，那么，

我们便应当信仰那个宗教可以完善地满足每一时空人类的

宗教需要。一切宗教经典中只有《古兰经》，是养主以自己

言语启示人类的经典。所以我说，唯有伊斯兰教具备了满

足每一时空、全体人类宗教的先决条件。只因为它有了这

个独有的先决条件，我们才有资格，根据《古兰经》的内

容，进一步证实唯有伊斯兰教，是可以完善满足每一时空、

全体人类需要的宗教。 

《古兰经》全部都是真主的言语，不是人的话。因为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不可

能自己写出这样的经典。《古兰经》中有无数的资料足可证

明这一点。而最足以使人坚信的证据是真主一再向人类申

说，如果你们不信这是真主的话，你们可以试做一些象

《古兰经》的经文，并且肯定地说，他们永远不能做这样

的经文。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能做出象《古兰经》文字

的任何部份。所以《古兰经》是创造宇宙万物者自己的言

语，这是毫无怀疑的。关于这一点，《古兰经》是这样说的： 

 

。

。 

 

假如你们怀疑我所降给我的仆人的经典；假如你们又

诚实（于你们的观点），那么，你们就试做一章，并呼唤除

真主以外你们的帮助者来帮助你们。

假如你们不做，你们将绝不能做，那么，你们当防备

火狱。它是用人和石做燃料的，它是为不信的人们预备好

了的。           （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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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在《古兰经》中又说： 

 

。 

 

难道他们说：“这书（古兰经）是他（穆圣）捏造的

吗？”你说：倘若你们是诚实的人，你们就试做同样的十

章而且除了真主以外，你们呼唤你们所能呼唤的来帮助你

们。”（11：14）  

 

 

 

如果他们不答应你们，那么，他们当知道这本经是依

真主的知识而降示的。（11：15） 

 

真主在《古兰经》中又说： 

     

 

 

你说：“如果人们（普通人）和精纳（大人物）联合起

来创作象这样的《古兰经》，那么，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

不能创作象这样的经典。”（17：89） 

 

这几节真主的话是多么有力地宣布自己的存在和《古

兰经》是他自己的书籍。这个宣言，直到今日已有一千四

百多年了，但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有了成功的试验。

这就证明这几节经文不但是对不信而怀疑的人们成功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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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而且是实现了的预言。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应根据

这个实现了的预言和永久的异征，坚定真主存在和《古兰

经》是真主言语的信念。如果还有人对这方面内心存着怀

疑，但又对真主真有兴趣，一定要知道《古兰经》的真伪，

那么，他应该自己或同别人在一起，试做《古兰经》一章，

完成其研究真理所应尽的责任。 

二  第二基本条件：穆罕默德圣人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派给全人类的使者 

 

在伊斯兰教问世以前，世界上散居各国人群的理智还

不够发展，其交通也不够方便，彼此不通消息。那个时代，

为了领导分居世界各国的不同民族，真主依照他们个别的

理智发展情况，派遣不同的先知（圣人）和降赐适于领导

个别民族的教义。但为了证明真主是独一无二，整个人类

势不得永久呈现着不相关连的状态，必须联合成为一个统

一的人群，在一个完善的宗教指导下，信仰唯一的真主。 

到了伊斯兰教问世的时代，人类的理智都已发达到明

白完善宗教的程度，世界交通方便，各民族也可以互相往

来，一个使者可以把真主完善的经典传达到整个人类。于

是真主为了整个人类派遣一个使者，以便人们知道宇宙万

物只是一个创造者，各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这位创造者派遣

的。关于这一点，真主在《古兰经》里明白地说，穆罕默

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全人类的宗教领导者。 

 

 

 

你告诉人们说：“众人啊！安拉（真主）实在派遣了我

做你们整个人类的使者。” 

（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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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在《古兰经》里另一处说： 

 

 

我只为了向整个世界施行仁慈，才派遣了你。 

（21：107） 

真主在《古兰经》别一章里，说： 

 

 

 

我派遣了你，只是为了做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

（34：29）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自己也宣称

是整个人类的使者。例如，他说： 

 

 

     

从前所有的使者（先知）都是被派给一个特定的民族

的，而我是受遣于整个人类的。（《布哈里：土净章》） 

 

真主明白地道出，为了向整个人类施行仁慈，他使穆

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做全体人类的使者。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自己也宣称，他是受遣给整个

人类的。在整个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忠诚人

士。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证明了所有的宗教都是区域性的宗

教，某一个民族的宗教。任何人无法证明他们的使者是整

个人类的使者。在这个显著的比较之下，再看《古兰经》

超时空的教义和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超时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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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懿行的完善典范，我们不能不承认穆圣（祝安拉赐他幸

福、平安）是全人类的使者。他既是全人类的使者，他的

宗教当然也是全人类的宗教，可以完善地满足每个时代、

每个民族的宗教需要。 

 

三  第三基本条件：真主在《古兰经》中宣称伊斯兰教

是唯一完善的宗教可以满足人类的宗教需要 

 

关于伊斯兰教的完善性，真主在《古兰经》第五章第

四节里说： 

 

 

 

今天我已经完备了你们的宗教，满足了对你们的恩惠，

并满意了伊斯兰教做你们永久的宗教。（5：4） 

 

论到伊斯兰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古兰经》里

真主向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曾经这样

说： 

 

 

 

你告诉人们说：“众人啊！安拉（真主）确派遣了我做

你们整个人类的使者”（7：159） 

至于伊斯兰教有永久价值，是一个超时空的人类指导，

我们在《古兰经》的许多经节里可以证明。例如：我在前

面引证的经文里，已经证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引证是真主向人类施行仁慈而派遣的圣人。他的伊斯

兰教是向全人类施行仁慈的宗教。在这节经文里，真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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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的“你们”，当然是指的全人类。“所以今天我已经完

备了你们的宗教”一句，明显地是说，凡是影响整个人类

精神、道德、智慧和身体发展的道理和命禁，都以完善的

方式降示在《古兰经》中了。“满足了对你们的恩惠。”一

句，是真主向每个民族保证，他们一切需要的东西都被放

在《古兰经》里面了。“喜欢了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

一句，指示了伊斯兰教不但现在是得真主接受的宗教，也

是将来得主接受的宗教。一个教义本身完善，受主接纳，

而实行其教义的人又被保证得到各种需要的满足，这就大

可证明这个宗教的永久价值。不论什么时候，信行伊斯兰

教的人都是受主喜欢的；他的努力都是受主接纳的；他的

需要都是可得满足的。所以真主在《古兰经》中另一处说： 

م   یۡنَّ ِعۡندَّ الل ّٰہِ اۡۡلِۡسَلَّ ِ  اِن َّ الد 
 

真主所接受的、喜欢的而又无时空限制的宗教，确是

伊斯兰教。（3：20） 

真主在《古兰经》别一处又说： 

 

 

凡是放弃伊斯兰教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

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将来的人生里将是失败者。（3：86） 

 

我们从上面的论证说明了伊斯兰教的超时空性和完善

性。如果这个宗教满足了东方人的需要，它也满足了西方

人的需要；如果它曾满足了过去和现在人类的需要，它也

可满足将来的人类需要。至于伊斯兰教的完善性的详细内

容和它怎样完善地满足人类精神、道德、智慧和身体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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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就需要追求完善宗教的人们自己研究《古兰经》，因

为人们对《古兰经》的介绍，不论怎样完善，总不如真主

自己的言语。《古兰经》的每一句都是真主自己的话，你要

想认识真主自己言语的完善内容，就得阅读《古兰经》。所

以我建议大家研究《古兰经》以便彻底了解伊斯兰教的完

善性。为了使人们彻底地明了《古兰经》，本会创始人写了

八十馀部著作，其中最基本而又有汉译的，是《伊斯兰教

哲学》、《答基督教徒司拉聚丁四问》，本会出版的其他学者

的作品如《古兰经研究导言》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oly Quran）、阿文原文、中文译释的《古兰经》和《古

兰精选》，也都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古兰》的真理。敬请大

家多作参考以便你们真正地、完善地了解《古兰经》，而满

足个人的宗教需要。 

我本人研究伊斯兰教就是以《古兰经》作基础的。根

据我个人的体验，伊斯兰教实包容人生各方面的真理，满

足人类精神物质的一切需要，具备一切宗教的特征，而无

任何宗教的流弊。它是安拉对全人类下降的宗教，没有时

间与空间的限制，没有民族与国家的拘束。它所教导的真

主言语的《古兰经》，直到今日从无丝毫更动，言简意赅，

包罗万象，对世界各种科学都有领导原则；于宇宙一切现

象，皆有具体说明。阐尽宗教法规，综述自然定律。不但

令人知道当行应止的事情，又给人当行应止的力量，不教

人迷信盲从任何教条，而劝其善用其个人智慧，以理解具

备充分哲理的安拉真言与表彰真言的宇宙现象。它不仅赐

人得救的机宜，且予人成功的契机，不仅给你死后天园的

许约，又教你马上享受今生的乐园。它不仅教你追求无限

的精神生活，也劝你谋取无止的物质进步。它指出宗教与

科学可以彼此发挥，说明精神与物质能以相辅相成。它主

张情欲不应抑制，而当正确的培养，善美的运用；理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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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视偏废，而须适当的启迪，高度的发挥。它说天道，

也论人道；言出世，也主入世。它教心物一元之说，明万

物一主之道。它明示你，真主固然定下了自然法则和宗教

律令，但你仍有争取各种进步与幸福的自由。它告诉你天

使在精神世界的重要地位和其与人的关系，也示知你如何

应当取得天使在自己生活中的协助。它不令你盲目的信仰

有主，而教你证明主有的一切证据。它不空谈主有最真、

至善、极美的一切常德，而以真主的言行证明真主常德的

显现。它教你效法真主最真、至善、极美的常德不是为了

他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人类的身体、智慧、道德、精神

进步与幸福。它不仅令你效法真主的常德，它也赐你为学

得真主常德的完善法令与履行法令的方法与力量。 

 

四  第四基本条件：真主应约永久保护伊斯兰教的基本

经典——《古兰经》 

 

我在前面业已说过，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是《古兰经》。

这本经典自从真主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直到今天没有一字一句的改变，也没有一字母一韵

点的差异。关于其他的宗教，我们已经证明，他们的根本

经典都有了变更、增减。这个客观事实，就是伊斯兰教外

的人士也得承认。例如：著名的伊斯兰教的苛评家威

廉·米尔（SIR William Muir）关于古兰经说道： 

“We may, upon the strongest presumption, affirm that 

every verse in the Quran is the genuine and unaltered 

Composition of Mohammad himself.”Again,“here is 

otherwise every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at we possess 

the text which Mohammad himself gave forth and used.” again, 

“To Compare (As the Muslims are fond of doing) Their pur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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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various readings of our scriptures, is to compare things 

between which there is ana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Mohammad”). 

“我们以极有力的推定理由，可以承认古兰经

的每一节都是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个人的、真正的、未改变的文章。”他又说：“我们

所获得的经文，经由内部和外在的各种方法，被保

证是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自己所公

布和使用的。”他再说：“（穆斯林爱作的）他们纯

正的经典原文和我们的圣经读本之间的比较，是没

有任何类似性东西中间的比较。” 

（《穆罕默德一生的引言》） 

 

伟大的德国东方学者，诺尔迪克（NOLDEKE）教授如

下面写道： 

 

Slight clerical errors there may have been, but the 

Quran of Usman contains none but genuine elements, 

though sometimes in very strange order. The efforts of 

European scholar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later 

interpolations in the Quran have failed” (Enc.Bri. 9th 

edition, under the world “Quran”).  

 

“欧思曼时代的《古兰》虽然有时有很奇异

罕见的顺序，或许尚有细小的笔误，但它包含全部

纯正的原素。欧洲学者们要在《古兰经》中证实其

后来有窜改存在的努力已经失败了。 

（《不列颠百科全书》）：《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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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巧胜（NICHOLSON）教授在他的阿拉伯文学史一书

里说： 

“在这里（在《古兰经》中）我们具有极好

而无怀疑馀地的凭据资料，供给我们追溯伊斯兰教

初期发展和起源。象这样的资料，在探索佛教、基

督教或任何其他古代宗教中是不现存的。” 

 

当我们就立教经典一点，把《古兰经》和其他天启的

经典比较时，那么，《古兰》的重要性便更形增大，《古兰

经》是受降在一个不懂文字的文盲民族中间，而其他的经

典是被降给较有文化、较懂文字的民族里面的。他们有较

好的资格，保持他们经典的纯正，但他们在这方面失败了。

可是《古兰经》较世界上所有的经典，都更广泛地受人诵

读，没有任何讹误。《古兰经》原文的这种奇迹式的保存不

是偶然的，而是创造宇宙万物者依照他保护《古兰经》的

公开预言而特别安排的。他在《古兰经》里这样的预言道： 

 

我确已下降了这个劝告（《古兰》）。我一定

是它的保护者。（15：10） 

 

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十分完善，没有任何时空的

限制，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整个人类的指南针。所以古兰

经与其他经典大不相同。真主特别地许约自己负责保护这

部经典。 

养育人类的主宰根据这个预约，采取四种途径以保护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1、主宰使每个时代的穆民大众产生背记《古兰》地

异常兴趣。无数人群熟记了全部《古兰》。每一时间都有人

在礼拜、会话、开会、写作和教学等种种场合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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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节。没有人胆敢更改《古兰》原文的一字一句。

万一全世界各国政府同时都采取焚烧《古兰经》的措施，

但可以毁灭的，只是有形的《古兰》书本，不可毁灭无数

心中所内藏的《古兰》。真主就这样地从一千四百年来，最

好地保存了全部《古兰》原文，维护了伊斯兰教人们的信

仰。 

    2、真主在每一世纪里都赐给了许多大教长和大学者

《古兰经》的真正知识。他们以圣训的帮助，注释了《古

兰》各重要经节，使真主的言语和真主的教义，在意义方

面也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3、真主每一时代都通过许多宗教理论专家，利用论

理学的法则，把《古兰》教义说得符合人类的理智，避免

了短见的哲学家对真主的言语做非理性的轻侮。 

4、真主每一时代都通过获得精神恩惠的人物典范，解

除了不信真主异征和不认识真主人们的攻击。穆罕默德圣

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曾明

白地预言： 

 

安拉一定将在每百年的开头，为这个民族派遣复兴他

们宗教的人。 

真主依照《古兰》和圣训里面上述的预约，每百年的

开端都派遣了伊斯兰教的复兴者。他们在他们的世纪里做

了必要的复兴工作。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没有兑现的空头

支票。伊历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出版的《卓越的证据》

一书著名于伊斯兰教世界。在这本书里明白地记载着每

一世纪伊斯兰教复兴者的姓名。现在我将其名册抄录下面，

供研究人们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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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纪的复兴者， 欧麦尔·彬·阿布杜勒·阿

齐兹 

第二世纪的复兴者， 伊妈目·莎斐和阿哈

默德·彬·韩伯勒 

第三世纪的复兴者，

阿布·莎耳赫和阿布·哈三·阿希阿里 

第四世纪的复兴者， 阿布·阿布杜拉·尼莎布

里。 

第五世纪的复兴者， 伊妈目·额杂里 

第六世纪的复兴者， 色亚德·阿布都勒·卡

的尔·基拉尼 

第七世纪的复兴者，  اۡلمام ابن تیمیہ و چشیت امجریی伊妈目，伊本·帝

米亚和吉西提·伊基米日 

第八世纪的复兴者， 哈斐孜·伊彬·哈渣

尔·阿斯哥拉尼 

第九世纪的复兴者， 渣拉鲁丁·赛犹迪 

第十世纪的复兴者，伊妈目，穆罕默德·大海尔·古基拉

迪 

第十一世纪的复兴者，امحد سرہندی و جمدد الف ثاین 阿哈默德·萨尔

恒迪。 

第十二世纪的复兴者， ہ  沙阿·哇里乌

拉·默哈迪斯·德里巍 

第十三世纪的复兴者， 色亚德·阿哈默德·白日

里巍 

（《卓越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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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古兰经》中真主永久保护它的预言和一千多

年来这个预言以四种方式不断的实现，以及非伊斯兰教的

批评家和著名学者的作证，我们可见《古兰经》过去是受

保护的，将来也必然是受保护的。现在我们应当考虑真主

为什么不保护其他经典而单单保护《古兰经》呢？每个人

都知道，任何一件东西，如果没有保存的价值，不能满足

人们的需要，人们绝不保存那件东西。真主是《古兰经》

的降赐者，全知者，具有绝对的智慧者，假如他不认为

《古兰经》有永久的价值，可以完善地满足全体人类的宗

教需要，他绝不永久地保护它。他通过上述四种方法，一

面保护《古兰》的原文和义理；一面完善满足不同时代、

不同民族的宗教需要。历代真正信仰的人们的客观成就，

说明他们满足了他们当时的宗教需要。信仰的人们遍布世

界各国，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具有显著成就的穆民属于不同

民族和国家。例如：每百年的复兴者就是出生于不同的民

族。这不但证明了伊斯兰教是每个时代的宗教，也证明它

是每个民族的宗教。再则，各时代各国家的信仰者不但获

得同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时代人们的成就，且

进而受主命代理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使命，成

为复兴者。这大可证明伊斯兰教在任何时代都是完善的宗

教。所以仅就真主保护《古兰经》一点就可证明伊斯兰教

是完善地满足每个时代、整个人类宗教需要的宗教。 

 


